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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重庆
轨道交通。”重庆市轨道交通院士专家工
作站专家沈晓阳说，改革开放，为重庆城
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发展创造
了资金引进、技术创新、政策支持的外部
环境条件。

沈晓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重
庆公共交通系统规划与建设，见证了重庆
轨道交通从无到有，从单一线路到网络化
运营的全过程。

为缓解主城“出行难”“坐车难”，选择
大运量轨道交通成为重庆应对之策。
2000年，被列为国家西部开发十大重点
工程和国债项目及利用日本政府贷款项
目——2号线开建。2005年6月，我国首
条跨座式单轨线路—2号线一期（较场口
至动物园）正式开通运营，从此不塞车、不

赖站、准点运行的轨道列车，成为市民出
行首选。

截至目前，重庆主城共开通6条轨道
交通线，运营总里程规模264公里，位居
全国第六、全球第十三，日均客运量200
多万人次。

不仅如此，日前出台的《重庆市城市
提升行动计划》，更为市民便捷出行展示
了美好前景。到2022年，我市运营及在
建的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850公
里+”，日均客运量超过600万人次。

沈晓阳说，令他更欣慰的是，以重庆
跨座式单轨交通及产业为重要代表的中
运量轨道交通体系，已成为我国许多大中
城市轨道交通制式首选，并作为重要的高
端装备制造业代表，正走向越来越多的国
外城市。

重庆市轨道交通院士专家工作站专家沈晓阳：

重庆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居全球第十三位
本报记者 杨永芹

本报北京电 （记者 张莎）日前，“伟大的
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国
家博物馆开展。重庆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全国
的画卷中？11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前往北
京，为重庆市民一探究竟。

此次展览包括6个主题内容展区，展示了改
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
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一路
走来，记者在镜头里找到不少重庆的发展成就和
变革缩影。

走进第二展厅“壮美篇章”的“开放合作共
赢”单元，一个大型的中欧班列线路图沙盘吸引

了记者注意，仔细一看，其中就有中欧班列（重
庆）。解说员介绍：中欧班列是促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的
重要平台，也是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通
道。截至2018年9月，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超过1
万列，到达欧洲15个国家44个城市。

在第三展厅“关键抉择”，一幅重庆夜景照片
挂在墙上。这张照片意义重大，下方写着“1997
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将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合
并，成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

走出第三展厅，外墙上展出着我国改革开放

40年部分优秀美术作品。重庆当代画家罗中立
于1980年创作完成的油画《父亲》冲击着观众们
的视觉，不少观众掏出手机翻拍这张油画。

第四展厅“历史巨变”中有呈“品”字状的三块
屏幕，主办方设计了一个“榜样的力量”互动环节，
让观众与“改革开放以来100个优秀基层党组织
和先进党员代表”合影。在第一排，记者见到了重
庆市民、“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善祥的名字。

连接第四展厅与第五展厅的是“大美中国”
影像长廊。走进这里如同走进“时光隧道”，“和
谐号”驶过后，记者在缓慢滑过的照片中找到了

“重庆奉节白帝城和三峡瞿塘峡口”，这是新华社

记者拍摄的精彩瞬间。
更让观众们连呼“太美了”“震撼”“漂亮”的，

是绵延数十米、满屏展示的“长江经济带之重庆
洪崖洞”。这是两个24小时延时摄影视频，一边
是充满立体感和层次感的渝中半岛，一边是雄伟
的千厮门大桥和壮观的江北嘴。白天云卷云舒，
夜晚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在第五展厅“大国气象”中，记者一举找到了
8个重庆元素——

在“蓬勃发展的中国企业”单元，三张重庆照
片分别是：西南铝业环件生产车间、重庆四联仪
器仪表集团流量仪表智能生产线、长安汽车江北

发动机工厂车间中的职工正在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场景，他们分别代表着企业综合实力显著
增强、企业创新活力全面迸发、企业政治优势充
分发挥。

再往前走，实现中欧国际货运大通道与长江
黄金水道“无缝衔接”的果园港，带动农村经济发
展的黑山谷农村公路，中国西部地区首条城市轨
道交通线、中国首条跨座式单轨交通线路的重庆
轨道交通2号线，三峡重庆库区生态茶园，中国
第一个实现商业开发的页岩气田、年均产能达
100亿立方米的涪陵页岩气田，向观众讲述着重
庆经济社会建设的突飞猛进。

本报北京电 （记者 张莎）11月 17日，北
京，国家博物馆西侧广场巨型的红色花坛之上，

“伟大的变革”五个大字巍然矗立。时值周末，前
来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型展览”的群众络绎不绝。记者采访到几位与重
庆相关的观众，请他们谈谈变革的重庆。

重庆的投资环境让他心动

“重庆成立直辖市后发展太快了。”在第三展厅
“关键抉择”，一名中年男子指着墙上的重庆夜景照
片，与友人交谈。

说话人叫魏翔茂，是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
人。他告诉记者，自己如此关注重庆，与在重庆发
展的商界朋友不无关系，“好友一直想拉我入伙去
重庆投资，请我去重庆考察过几次。”

魏翔茂对重庆的印象是：产业配套能力日益增
强、市场潜力可供挖掘、政府办事效率较高，是一座
开放、包容、自信、充满活力的魅力之城。他说，重
庆对科技型民营企业敞开大门，自己很为这一良好
的投资环境心动。

“改革犹如大潮奔涌，由此可见，重庆并没有辜
负党中央的关键抉择。”他说。

重庆成为她最爱的旅游目的地

在“大美中国”影像长廊，几乎每一位见到长达
数十米的24小时延时摄影视频作品——“长江经
济带之重庆洪崖洞”，都会呼朋唤友拍照留念。

在此流连许久的郭蓉，刚结束在重庆的旅游。
“重庆现在是我最爱的旅游目的地。”郭蓉笑着

说，今年5月，她在朋友圈见到“行千里·致广大”重
庆城市形象宣传片后，就被深深吸引，与老同学们
一合计，大家决定国庆节造访重庆，在重庆庆祝相
识20年。

逛山城老街、赏巴渝文化、看两江汇流、品火辣美
食，郭蓉告诉记者，一周时间，他们还没把重庆逛够。

见到长廊两边播出的渝中半岛和江北嘴美景，
郭蓉掏出手机拍摄了好几段小视频，又发送到同学
群里，“我们再重温一遍重庆最美风情。”

她是重庆交通变迁受益者

展馆内还设置了多个互动体验区域，记者在
“我爱我的家乡”互动项目旁见到，一个年轻女孩给
重庆点了好几个赞，她是在北京打拼的重庆巴南人
周潇。

周潇告诉记者，观展下来，她感受最深的就是
重庆基础设施的日新月异。

“有张图片是黑山谷农村公路，其实我也是农村
公路的受益者。”原来，周潇家住巴南云纂山，山上风
景秀美，她的父母在10年前就想开农家乐。只因家
门前是土路，小车开不进，农家乐计划搁浅了。

5年前，周潇家门前的公路硬化了，不久后，家
中农家乐正式开业，因为妈妈做得一手好菜，加上
交通方便，周末常常爆满。

家中农家乐不错的收入，让周潇没有后顾之
忧，可以安心在北京打拼。

观众眼中巨变的重庆

“自中欧班列（重庆）开行已来，它一
直在不断突破、完善。如今，中欧班列
（重庆）不仅是重庆对外开放的重要载
体，更是全国中欧班列的重要代表与品
牌。”11月18日，市口岸物流办主任聂红
焰说。

中欧班列（重庆）的开行，可以说是一
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国务院曾召开专业
会议指出，以中欧班列（重庆）为代表的中
欧铁路集装箱班列打通了我国西向通道，
带动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和经贸交流，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重
庆市和有关部门为中欧班列的开通和发

展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探索出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会议评价道。

开行7年以来，中欧班列（重庆）在多
个领域实现突破：它率先与跨境电商携
手，实现跨境电商与铁路的合作；率先为
西部地区运回首批平行进口车；率先实现
铁路运邮……

“今年，中欧班列（重庆）去回程开行
比例为1.15∶1。这些都标志着，这趟班列
正在不断地‘成熟’。”聂红焰表示，在中欧
班列（重庆）的带动下，重庆铁路大通道建
设正逐步提速，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均有国
际铁路或联运大通道。

市口岸物流办主任聂红焰：

中欧班列（重庆）的开行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改革开放初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
最激情澎湃的时光。改革开放改变了我
的命运：我不但赶上了恢复高考第一年入
学考试的末班车，考上四川美术学院，改
革开放之后第一次举办的全国青年美展，
又让还是大学生的我一举成名。”著名当
代画家罗中立说。

罗中立1978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
画专业，油画《父亲》就是在这期间创作
的。1980年12月，《父亲》参加第二届全
国青年美展，并于次年获得一等奖。许多
人都会记得，这幅巨幅尺寸的农民头像，
曾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和情感力量打动了
中国人的心。《父亲》见证了改革开放40
年的伟大历程。改革开放给了艺术家施

展才华、自由创作的机遇。
1983年底，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

公派出国的留学生，罗中立前往比利时安
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如何从
学习、模仿真正转向本土化、当代性探索，
自此成为罗中立一直思考的问题。“科技
界一直在提倡“掌握核心技术”，在油画
上，则要在大量学习后消化，在作品中体
现中国精神、中国气派。”

“表现农民，就画自己熟悉的大巴山
农民的平凡生活，画劳动人民的悲欢喜
怒、爱憎生死。”这是罗中立1980年12月
14日写下的，至今仍然把人民性体现在创
作中，目前，他仍在创作大巴山题材的油
画，只是绘画语言在不断变化、丰富之中。

当代艺术家罗中立：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改革开放40年，我见证了江北区观
音桥街道调解工作方方面面的变迁和发
展。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基层人民调解
员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好。”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马善祥说。

2012年，街道党工委决定以马善祥
为核心组建“老马工作室”专门从事群众
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办公室配备了现代化
的办公设备，办公效率得到提升。“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发现，群众反映的问题类型
从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方面转变到物业
纠纷、情感诉求等方面。调解类型变得更
复杂，要求调解员的工作能力也必须不断
提高。”在此期间，马善祥梳理了60多项
具体调解方法，总结形成了“老马工作

法”。如今，他不仅要从事调解工作，还经
常受邀前往党政机关、高校等地作报告，
向更多人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在工作
中老马发现，老百姓对于人民调解工作的
态度也在转变。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化，群
众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开始懂法服法，
让调解工作变得更加顺利。

改革开放 40 年，江北区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嘉陵化工厂搬离
了江北、煤炭渣和化学废料被清理，主
城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好，人民群众身体
也越来越健康。江北的发展与巨变是
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缩影。“现在很多
群众都向我反映，党的政策好，不活到
100岁都对不起这么好的政策。”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善祥：

我见证了调解工作的变迁
本报记者 周尤

“改革开放40年，是中铝西南铝技术
创新、装备升级的40年，是为国家航空航
天及国防军工贡献力量的40年。”中铝西
南铝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黎勇说。

打开记忆闸门，回首改革开放40年，
西南铝在研发制造领域取得的成绩不胜
枚举——

它研制的铝材是国内最早获波音、空
客、赛峰认证的产品，通过了中、英、法、
美、日、韩等多个国家船级社认证；

它率先研制“亚洲第一环”3.5米级铝
合金锻环，并不断将其直径扩大至5米、6
米、9米、10米，极大推动了我国航空航天
事业发展；

它生产的国内最大截面7050合金超
宽超厚预拉伸板，为我国制造的全球最大
射电望远镜提供了全部反射面面板及铝
板结构件……

如今，我国几乎每一个航空航天及
国防军工重大关键项目，都有“西南铝
造”铝材作为配套。40年来，西南铝先后
为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东风”“长
征”系列火箭、“天宫”系列目标飞行器、

“神舟”系列飞船、“嫦娥”系列探月卫星、
新型战机、舰船、国产大飞机等数十项航
空航天及国防军工重点建设项目，累计
提供上千个品种的高性能、高品质关键
铝材。

中铝西南铝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黎勇：

西南铝为国家提供上千种铝材
本报记者 夏元

重庆日报记者赴京细探“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改革开放壮美画卷里的重庆力量
见
证
者
说

6月28日，上午10点，一列中欧班列从
沙坪坝团结村中心站驶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齐岚森摄

重庆当代画家罗中立的油画作品《父亲》
吸引观众驻足。

2017 年 11 月 9 日，马善祥给江北区观音
桥街道社区居民宣讲十九大精神。

记者 万难 摄

西南铝业环件生产车间。

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是中国西部地区首
条城市轨道交通线。

重庆新闻微信公众号
cqrbgf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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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11月1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的“大美中国”影像长廊美轮美奂。

11月1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现场。

重庆市黑山谷农村公路方便了当地群众出行，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重庆涪陵页岩气田是中国第一个实现商业开发的页岩气田。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成立重庆直辖市的议
案。图为重庆夜景。

三峡水库集储的充沛淡水，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
支撑。图为三峡重庆库区生态茶园。

实现中欧国际货运大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无缝衔接”的重庆果园港。

重庆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流量仪表智能生产线。


